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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
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包括箱体，
箱体的上
端开口处安装有铰链 ，铰链上转动安装有密封
盖，
箱体的内腔中设置有放置框，
放置框的内腔
放置蓄电池，
放置框为方形框体，
放置框的外壁
转折处与箱体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隔板，
隔板将
放置框与箱体之间的间隙分割成两对插槽，
箱体
的外壁前端和密封盖的外壁前端均固定安装有
固定板，
固定板的外壁均开设有螺栓孔，
该新能
源汽车电池防漏箱能够防止箱体内、
外的水份进
入蓄电池中，
具有良好的防漏电、
防漏水性能，
设
置的夹板和散热鳍片将产生的热量传导至箱体
外部，
保证蓄电池能够在常温下工作，
有效的提
升了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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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包括箱体(1) ，
所述箱体(1)的上端开口处安装有铰链
(2) ，
所述铰链(2)上转动安装有密封盖(3) ，
其特征在于，
所述箱体(1)的内腔中设置有放置
框(11) ，
所述放置框(11)的内腔放置蓄电池(10)，
所述放置框(11)为方形框体，
所述放置框
(11)的外壁转折处与箱体(1)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隔板，
所述隔板将放置框(11)与箱体(1)
之间的间隙分割成两对插槽(12)，
所述箱体(1)的外壁前端和密封盖(3)的外壁前端均固定
安装有固定板(5) ，
所述固定板(5)的外壁均开设有螺栓孔，
一对所述固定板(5)通过螺栓紧
固连接，
所述密封盖(3)的内壁固定连接有两对夹板(6) ，
且夹板(6)为金属网板，
两对所述
夹板(6)之间均夹持有放置盒(7) ，
所述放置盒(7)的内腔填充有活性炭颗粒，
两对所述夹板
(6)均插入插槽(12)的内腔，
所述密封盖(3)的外壁呈矩阵状设置有散热鳍片(4) ，
所述夹板
(6)穿过密封盖(3)并与散热鳍片(4)连接，
所述密封盖(3)的外壁粘接有密封板(14) ，
所述
散热鳍片(4)穿过密封板(14)。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放置盒(7)为
弧形网罩，
所述放置盒(7)的内腔粘接有棉布层，
活性炭颗粒包裹在棉布层中，
所述夹板(6)
为金属网板。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放置框(11)包
括一对固定板和一对活动板(16) ，
所述固定板垂直连接在箱体(1)的内腔底部，
一对所述活
动板(16)的外壁均连接有多根弹簧(15) ，
所述弹簧(15)远离活动板(16)的一端与箱体(1)
的内壁连接，
所述固定板和活动板(16)均与蓄电池(10)的外壁紧贴。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盖(3)内
壁边缘均粘接有密封胶条，
所述密封盖(3)的内壁粘接有柔性的垫板(13)，
所述垫板(13)远
离密封盖(3)的一侧与蓄电池(10)紧贴。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其特征在于，
所述密封盖(3)的
外壁开设有插孔(9)，
所述插孔(9)的内腔塞入密封圈，
所述蓄电池(10)上端面的接线柱(8)
穿过密封圈延伸至密封盖(3)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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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新能源汽车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背景技术
[0002] 蓄电池是汽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可分为传统的铅蓄电池和免维护型蓄电池。由
于蓄电池采用铅钙合金做栅架，
所以充电时产生的水分解量少，
水蒸发量也低，
释放出来的
硫酸气体也很少，
所以它与传统蓄电池相比 ，
具有不需添加任何液体，
对接线桩头，
电量储
存时间长等优点。但是传统的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防水性能有待提高，
并且密封性较低，
容易导致漏电现象的发生，
并且蓄电池在工作时会产生较多热量，
传统的防漏箱仅仅具有
防漏效果，
但是还存在散热性能差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电池防漏箱防水性能差，
散热性能差的
缺点，
而提出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设计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包括箱体，
所述箱体的上端开口处安装有铰链，
所述铰链上转动安装有密封盖，
所述箱体的内腔中设置有放置框，
所述放置框的内腔放置
蓄电池，
所述放置框为方形框体，
所述放置框的外壁转折处与箱体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隔
板，
所述隔板将放置框与箱体之间的间隙分割成两对插槽，
所述箱体的外壁前端和密封盖
的外壁前端均固定安装有固定板，
所述固定板的外壁均开设有螺栓孔，
一对所述固定板通
过螺栓紧固连接，
所述密封盖的内壁固定连接有两对夹板，
且夹板为金属网板，
两对所述夹
板之间均夹持有放置盒，
所述放置盒的内腔填充有活性炭颗粒，
两对所述夹板均插入插槽
的内腔，
所述密封盖的外壁呈矩阵状设置有散热鳍片，
所述夹板穿过密封盖并与散热鳍片
连接，
所述密封盖的外壁粘接有密封板，
所述散热鳍片穿过密封板。
[0006] 优选的，
所述放置盒为弧形网罩，
所述放置盒的内腔粘接有棉布层，
活性炭颗粒包
裹在棉布层中，
所述夹板为金属网板。
[0007] 优选的，
所述放置框包括一对固定板和一对活动板，
所述固定板垂直连接在箱体
的内腔底部，
一对所述活动板的外壁均连接有多根弹簧，
所述弹簧远离活动板的一端与箱
体的内壁连接，
所述固定板和活动板均与蓄电池的外壁紧贴。
[0008] 优选的，
所述密封盖内壁边缘均粘接有密封胶条，
所述密封盖的内壁粘接有柔性
的垫板，
所述垫板远离密封盖的一侧与蓄电池紧贴。
[0009] 优选的，
所述密封盖的外壁开设有插孔，
所述插孔的内腔塞入密封圈，
所述蓄电池
上端面的接线柱穿过密封圈延伸至密封盖的外部。
[0010]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有益效果在于：
通过设置密封盖、
散热
鳍片、夹板和放置盒，
蓄电池容置在放置框中，
密封盖与箱体密封设置，
在合上密封盖后对
蓄电池进行保护，
防止外部水分进入蓄电池，
起到了良好的防漏水以及漏电的功能，
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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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盒中填充有活性炭颗粒对蓄电池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水分以及气体进行吸收，
防止箱体
内的水分浸入蓄电池中，
同时设置的夹板和散热鳍片将产生的热量传导至箱体外部，
保证
蓄电池能够在常温下工作，
有效的提升了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的侧视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的展开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的俯视图。
[0014] 图中：
1箱体、2铰链、3密封盖、4散热鳍片、5固定板、6夹板、7放置盒、8接线柱、9插
孔、
10蓄电池、
11放置框、
12插槽、
13垫板、
14密封板、
15弹簧、
16活动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6] 参照图1-3，
一种新能源汽车电池防漏箱，
包括箱体1，
箱体1的上端开口处安装有
铰链2，
铰链2上转动安装有密封盖3，
箱体1的内腔中设置有放置框11，
放置框11的内腔放置
蓄电池10，
放置框11为方形框体，
放置框11的外壁转折处与箱体1的内壁之间均连接有隔
板，
隔板将放置框11与箱体1之间的间隙分割成两对插槽12，
箱体1的外壁前端和密封盖3的
外壁前端均固定安装有固定板5，
固定板5的外壁均开设有螺栓孔，
一对固定板5通过螺栓紧
固连接，
密封盖3的内壁固定连接有两对夹板6，
两对夹板6之间均夹持有放置盒7，
放置盒7
的内腔填充有活性炭颗粒，
两对夹板6均插入插槽12的内腔，
密封盖3的外壁呈矩阵状设置
有散热鳍片4，
夹板6穿过密封盖3并与散热鳍片4连接，
密封盖3的外壁粘接有密封板14，
散
热鳍片4穿过密封板14，
设置的夹板6将蓄电池10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传导至热鳍片4并
散发至箱体1外部，
在保证整个防漏箱防漏性能的前提下有小的提升了其散热能力，
保证蓄
电池10能够在常温下工作，
有效的提升了蓄电池10的使用寿命。
[0017] 放置盒7为弧形网罩，
放置盒7的内腔粘接有棉布层，
活性炭颗粒包裹在棉布层中，
夹板6为金属网板，
包裹的活性炭颗粒用于吸收蓄电池10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水分以及少量
硫酸气体，
防止过多的水分浸泡在箱体1底部，
有效的提升了该防漏箱的防漏电性能。
[0018] 放置框11包括一对固定板和一对活动板16，
固定板垂直连接在箱体1的内腔底部，
一对活动板16的外壁均连接有多根弹簧15，
弹簧15远离活动板16的一端与箱体1的内壁连
接，
固定板和活动板16均与蓄电池10的外壁紧贴，
设置的放置框11用于容置蓄电池10，
弹簧
15挤压活动板16，
活动板16对蓄电池10进行夹持，
防止汽车在行驶过程中蓄电池10发生晃
动幅度过大的情况，
而导致蓄电池10发生漏液，
密封盖3内壁边缘均粘接有密封胶条，
密封
盖3的内壁粘接有柔性的垫板13，
垫板13远离密封盖3的一侧与蓄电池10紧贴，
密封盖3对箱
体1进行密封，
防止防漏箱外部的水分进入箱体1中，
具有良好的防渗水性能，
密封盖3的外
壁开设有插孔9，
插孔9的内腔塞入密封圈，
蓄电池10上端面的接线柱8穿过密封圈延伸至密
封盖3的外部。
[0019]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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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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